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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张选票限选10人，全填同一人视为一票，选票复印无效

谁最让你感动
快来投票

回眸2014年那些感人的身影

3种投票方式

01号 何美丹（海口）
02号 柳家峰（海口）
03号 海南残友信息技术研究院青年

创业团队（集体）
04号 小伟（海口）
05号 黎定琦（昌江）
06号 钟培发（万宁）
07号 王成瞩（琼中）
08号 王德安（琼中）
09号 邵波波（琼海）
10号 蔡玉梅（海口）
11号 农村小额信贷员（集体）
12号 武警海口支队三大队（海口）
13号 海南返乡大学生志愿者（集体）
14号 孟波（海口）

15号 孙衍吾（定安）
16号 马牙古拜（海口）
17号 海口出租车爱心车队（海口）
18号 纪金峰（万宁）
19号 林道腾（万宁）
20号 符彪光一家（三亚）
21号 乔雅琴（海口）
22号 符史宝（琼海）
23号 王江燕（万宁）
24号 李观连（海口）
25号 韩玉香（昌江）
26号 三亚市人民医院37名医护人

员（三亚）
27号 黄文忠（海口）
28号 邱裕新（海口）

29号 王绍雄夫妇（三亚）
30号 杜贵芳（海口）
31号 李德民（万宁）
32号 钱成（白沙）
33号 符常森（临高）
34号 严春容（海口）
35号 林家彬（临高）
36号 林志武（海口）
37号 文兵文艺博父子（五指山）
38号 李爱娇（海口）
39号 王文林（五指山）
40号 纪明杰（陵水）
41号 陈元方（临高）
42号 吴忠灿夫妇（三沙）
43号 梁晓雄（三亚）
44号 东方市火中救人英雄群体（东

方）
45号 曾维奋（澄迈）

46号 王金萍（五指山）
47号 王贤明（琼中）
48号 抗风救灾英雄模范群体（集体）
郭起森、林维勇、符传道、梁统安、庄

华吉、温和、李德海、邓育军
49号 黄定勇（保亭）
50号 爱汝之家志愿者团队（海口）
51号 利友香（海口）
52号 符霞（文昌）
53号 刘华成（海口）
54号 岱娥贵（澄迈）
55号 陈羲（三亚）
56号 朱江沅（海口）
57号 韦汉忠（海口）
58号 彭兰香（海口）
59号 万宁凤凰山护林员（万宁）
60号 吴佳佳（儋州）
61号 符东影（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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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记者琼文

2013年12月上旬，万宁市遭遇了历史上罕
见的冬季强降雨，造成严重洪涝水灾。万宁市大
茂镇联光村委会党支部副书记林道腾在抗洪抢
险第一线：转移群众、发放救灾物资、疏通水渠
……每天休息不到4小时，连续工作6天。最终
不幸突发心脏病去世。

林道腾生前一心一意为民，就在他心脏病突
发的那一刻，他还拿着锤子去砸一根水泥预制
管，为村里维修被洪水冲坏的水利沟。

“林道腾生前有两个心愿，第一个是从茂安
公路修一条水泥路到塘尾村，还有一个是将联光
村委会的军洋田洋整治，如今，水泥路已修到塘
尾村了。”万宁市大茂镇联光村委会书记、主任林
西权接受南国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

12月17日，南国都市报记者再次到万宁市
大茂镇联光村委会塘尾村第九村小组时，看到从
426县道（茂安公路）联光段有一条水泥路直通
塘尾村，3位放学的小学生走在水泥路上，脸上
露出幸福的笑靥。因为他们走在这条路上，告别
了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的状况。

“路修好了，但林道腾再也看不到了！”林西权
感概地说。“该路长约1.75公里，绕塘尾村林宅、
郭宅两姓村民家，不但方便了村民出入，也改善
了村容村貌，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林西权说。

南国都市报记者到塘尾村第九村小组的林
道腾家时，林道腾的二儿子林松智接到电话后，
已在家等候。

“父亲去世后，万宁市以及大茂镇很关照我
们一家，经常给我们送来慰问金和大米油盐。”林
松智说。

林松智告诉记者，父亲林道腾去世后，万宁
市为了照顾他，将大学已毕业的他聘请为政府雇
员，目前在大茂镇联民村委会任村干部。

“子承父业”，现在身为村干部的林松智每天
都从家里骑车去工作的村委会，认真为民办事，
博得了当地群众的称赞。

谈到父亲林道腾时，虽然林松智脸上露出了
悲伤，但林松智说，一直以来，他都是以父亲为
荣，现在，他也当村干部了，一定要以父亲为榜
样，认真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为民众服务。

“林松智同志到联民村委会任职以来，认真
工作，忠心为民，一丝不苟，是一位难得的基层村
干部。”万宁市大茂镇委副书记蔡明强在接受南
国都市报记者记者采访时，如此高度评价林松
智。

□南国都市报记者利声富文/图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
子做好事。”在三亚市下洋田社区，符彪光一
家几辈人却一直做一件好事——每年清明
节，为无名战士扫墓。符彪光说，70年来，他
们一直这样做，以后，他们还会将这份超越血
缘忠义之情永远传下去。

问及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究竟图个
啥？憨厚老实的符彪光说：“啥都不图，就图
无名战士等前辈为我们后代创造了幸福生
活。”

这段时间，和大多数百姓一样，符彪光一
家的生活都很平静，来家里串门的都是邻居
或者亲戚朋友。但今年4月至7月，符彪光家
经常有“陌生人”来访。原来，符彪光一家三
祖孙五代接力，为无名战士扫墓70余载的事
情经南国都市报报道后，许多媒体纷纷“不请
自来”，这让老实憨厚、此前很少接受媒体采
访的符彪光有点措手不及。但几回合交往下
来，符彪光渐渐就“得心应手”。

70多年前，符彪光的奶奶黎族农妇高氏
从山上背回一名受伤的小战士。小战士牺牲
后，符家人打破习俗，将其埋葬在自家墓地
中。30多年前，高氏去世时嘱咐女儿符秋莲
照看战士墓，符秋莲出嫁前，将重任交给了弟
媳———符彪光的母亲董亚细，而董亚细离
世前，再三叮嘱一众子孙，不能弃战士墓不
理。70多年来，为无名战士扫墓，已成为这
个家族世代相传的“家训”。

70多年来，除清明祭扫外，帮无名烈士
寻找家人，一直是符家人的心愿。但他们只

知道无名战士是海南人，叫“阿成”（音），尽管
他们曾到三亚市党史研究室等相关部门寻求
帮助，但工作人员称，由于不知他的具体名
字、家乡和所在部队的番号，又没有留下任何
证件、信物等，根本没办法查找他的身份。

总不能让无名战士永远没有家吧？于
是，符家人将无名战士的名字与祖先灵位牌
刻在一起，把他当成自家人。符彪光说，他们
家会将这份超越血缘忠义之情永远传下去。

符彪光的儿子说，记忆中，无论是过世多
年的太祖母高氏，还是爷爷奶奶这辈老人，他
们为无名烈士所做的一切，让他们晚辈明白：
正是无名战士等前辈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才
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
应受到后人的追思和纪念。

“省优秀共产党员”林道腾一心一意为民

其子以父亲为榜样
当上村干部为民服务 19

编号

符彪光一家70年接力为无名战士扫墓

超越血缘忠义之情
我们要永远传下去

林道腾生前照片。南国都市报记者陈卫东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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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彪光在无名战士墓前整理杂草。


